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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六上）

一  供句填充 	 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文字，完成句子。 6 分鐘

不過在警察的指導下很快就回復正常	 卻都是聰明機智的	
內裏的環境卻讓人覺得非常舒適	 不過他其實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
卻因為時間關係而不得不馬上中止	 不過力氣相當大
不過這些東西已經引不起大家的注意了	 不過在陌生人面前卻常常一言不發

1.	 雖然文豪個子不高，

2.	 雖然李老師看上去很嚴厲，

3.	 雖然剛才馬路上的交通非常混亂，

4.	 雖然這座別墅的外觀無甚特別，

5.	 雖然敏茹和朋友在一起時顯得很健談，

6.	 雖然演講者仍未完成整個演講，

二  重組句子 	 排列以下的詞語，組成通順的句子，並加上適當的標點符號。 6 分鐘

1.	 使用	 雖然	 塑料餐具	 卻	 不環保	 十分	 很	 方便
	

2.	 豐富	 這本	 雖然	 資料	 卻	 書	 全部	 可信	 未必		
	

3.	 戒煙	 多番	 雖然	 說服	 家人	 未能	 卻	 爸爸	 勸阻	 成功
	

4.	 按時	 艱巨	 這項	 雖然	 很	 工作	 大家	 不過	 齊心協力	 能	 還是	 完成
	

5.	 運動	 應該	 適可而止	 雖然	 身體	 有助	 卻	 健康
	 	

1轉折複句 日期：

限時：22 分鐘

運用轉折複句「雖然……不過……」
和「雖然……卻……」。

「雖然……不過……」及「雖然……卻……」都是帶有轉折關係的複句。在轉折複句中，
後分句的意思會跟前分句的句意相對、相反或部分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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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句義辨析 	 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5 分鐘

1.	「雖然陳先生的事業發展未如預期中理想，不過已經漸見成績。」	 （	 	 ）
	 A.	陳先生的事業沒有發展。
	 B.	 陳先生的事業每況愈下。
	 C.	 陳先生的事業發展漸見成績。
	 D.	陳先生的事業發展比常人慢。

2.	「雖然這首歌最近非常流行，志傑卻從沒聽過。」	 （	 	 ）
	 A.	志傑不喜歡聽流行曲。
	 B.	 志傑不喜歡這首流行曲。
	 C.	 志傑從沒聽過這首流行曲。
	 D.	志傑不覺得這首歌曲會流行。

3.	「雖然嘉銘知道實情，卻始終保持沉默。」	 （	 	 ）
	 A.	嘉銘不喜歡說話。
	 B.	 嘉銘不瞭解事情的真相。
	 C.	 嘉銘沒有說出事情的真相。
	 D.	嘉銘不懂如何說出事情的真相。

四  聯結句子 	 運用括號內的關聯詞，聯結句子。 5 分鐘

1.	 天氣非常寒冷。
哥哥沒穿上大衣就外出了。	（雖然⋯⋯卻⋯⋯）

	

2.	 事實與廣告不符。
廣告介紹說這家店鋪的服務一流。	（雖然⋯⋯卻⋯⋯）

	

3.	 爸爸昨晚通宵工作。
爸爸今天顯得精神奕奕的。	（雖然⋯⋯不過⋯⋯）

	

4.	 我對那個小女孩印象難忘。
我跟那個小女孩只有一面之緣。	（雖然⋯⋯不過⋯⋯）

	

ji~n j7 m^i ku#ng y7 xi#

	 	 ：	表示困難而繁重。 ：	表示情況愈來愈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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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六上）

	 	 轉眼間父母移居外國生活已經兩年多了，由於故居將要轉售，因此我跟姐姐就回去
看看有甚麼需要收拾。把鑰匙插進大門的一剎，童年的回憶就如打開奇趣盒後的玩偶在
腦海中彈跳不已。

	 	 相架內一張張發黃的照片仍整齊地掛於牆上，玻璃上的灰塵讓回憶變得模糊而有距
離。「這個是我嗎？你看，我穿的那條裙子後來給了你，你第一次穿時不知道轉了多少個
圈，更不小心撞到牆上，那惹笑的情景害我跟爸爸哭笑不得！」姐姐邊收拾邊擦拭着相架
上的灰塵對我說。

	 	「讓我看看！讓我看看！」正當我想接過姐姐手上的相架，一不小心就把桌上的一個
木盒掃到地上。「辟啪」一聲，木盒內褪了色的竹籤散落一地。「這個玩意你還記得嗎？」
姐姐問。「當然！媽媽可是挑竹籤的『高手』呢！」

	 	 這盒挑竹籤的玩意是媽媽在我考到全級第一時買給我的。每天下課回家，媽媽、姐
姐和我總會來一次「挑竹籤」的遊戲。遊戲的玩法簡單：首先由其中一人把所有竹籤隨意
散落在地上，然後各人先在這堆混亂的竹籤中拿起一支作為自己的「工具」，之後再輪流
利用這支「工具」挑起其他竹籤得分，竹籤上的顏色代表不同的分數。由於挑竹籤時每次
只可挑一支，且不可移動到其他竹籤，因此手要保持穩定，才可挑到自己的「目標」。「我
和你總是輸，媽媽永遠是『大贏家』！」姐姐皺着眉頭說。「我和你的性子急，手又不夠
穩定，挑的時候總是移動到其他竹籤，加上我們又太魯莽，每次挑到的竹籤分數都是最
低的。記得有一次，你為了要贏媽媽，乘媽媽不注意，
偷取了她挑到那支最高分的『黑籤』當是自己的，可你忘
了整盒竹籤只有一支『黑籤』，點分時馬上就被媽媽發現
了⋯⋯」說到這裏，我和姐姐都不禁哈哈大笑。

	 	 故居內的一事一物承載的都是我們一家人生活的點
滴，一磚一瓦都有歲月流淌過的痕跡。故居轉售之後，
新業主就會在這裏創造屬於他們的回憶，然而抹不走
的，卻是我們一家人濃厚的感情。看着地上散落的竹籤，
我對着眼角滲出了淚花的姐姐說︰「讓我們再來一次『挑
竹籤』的遊戲，好嗎？」

閱讀理解 	 細心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根據文章內容回答問題，圈出代表答案的英

文字母。 18 分鐘

日期：

限時：18 分鐘3記敍性質的文字的特點
理解篇章中記敍事物的要點。

穩定，挑的時候總是移動到其他竹籤，加上我們又太魯莽，每次挑到的竹籤分數都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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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外面的霧氣濃重，景物都變得 不清。

2.	 文中第一段的內容主要是記述了甚麼？

	

3.	 以下哪一項不是本文提及的內容？
	 A.	 作者一家人的感情要好。
	 B.	 作者的父母已移居到外國生活。
	 C.	 作者對童年時的回憶毫無印象。
	 D.	 作者對故居的舊物有深厚的感情。

4.	 姐姐在遊戲中偷取媽媽的「黑籤」的行為顯示她 。
	 A.	 猜疑心重
	 B.	 心胸狹窄
	 C.	 求勝心切
	 D.	 誠實坦白

5.	 作者在文末提議跟姐姐再來一次挑竹籤的遊戲，主要是因為
	 A.	 她想收拾地上的竹籤。
	 B.	 她想在遊戲中擊敗姐姐。
	 C.	 她想在遊戲中取得最高的分數。
	 D.	 她想在故居轉售前懷緬兒時的回憶。

6.	 試舉一例說明作者是一個怎樣的人？

7.	 你認為作者與姐姐的感情深厚嗎？請詳細說明你的理由。

找出段落主要帶出了
甚麼訊息。

整理各段落的段落大
意，排除文中已提及
的內容，從而找出正
確的答案。

找出文中哪一段提及
姐姐在遊戲中偷取媽
媽的「黑籤」，從而分
析這個行為反映了姐
姐哪種性格特質。

找出文中哪一段提及
作者提議再來一次挑
竹籤的遊戲，並從前
文後理推斷作者這樣
做的動機。

先從文章找出不同的
事例，再歸納這些事
例表現了作者哪種個
性特質。

從文章找出相關的事
例來引證自己的觀點，
解釋自己的看法。

c~ sh_ li5 t@ng

	 	 	 	 ：	表示擦抹、拂拭。 	 	 	 	 ：	表示液體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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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六上）

一  供字填充 	 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字。（6%） 2 分鐘

篇	 顆	 輪	 場	 張	 盞	 堆	 座	 道

1.	 妹妹寫了一 日記，記錄今天在學校發生的趣事，大家都對她這個習慣加以
鼓勵，認為這樣可以提升她的寫作能力。

2.	 一 耀眼的閃電劃破了天空，隨即傳來一陣悶雷，大概將要下一場暴雨吧？

3.	 那 枱燈是為了方便爸爸於晚間工作而特地買回來的。

4.	 弟弟把一 糖果放在媽媽的手心裏，然後對着媽媽微笑。

5.	 這 照片上的古堡是我在英國旅遊時拍下的，記得我在看到古堡的時候，覺
得自己好像走進了童話世界似的。

6.	 香港是一 美麗的海港城市，每年都吸引無數的旅客慕名而來，參觀這裏不
同的景點。

分

二  供句填充 	 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文字，完成句子。（12%） 3 分鐘

卻堅持爬到目的地	 也是不可避免的
那麼我們就應該節約能源	 卻指出了問題的關鍵之處
那麼我們就毋須再花時間去研究項目的細節	 不過我從沒到過澳門
卻十分引人注目	 電腦對我們也是很重要的

1.	 雖然從中環坐船到澳門僅約一小時，

2.	 雖然這隻烏龜行動緩慢，

3.	 既然大部分能源都是不可再生的，

4.	 雖然李先生在會議上發言不多，

5.	 既然這個項目已經被取消，

6.	 無論是工作，還是日常生活，

分

日期：

限時：  35 分鐘評估 1
重温訓練1至 12的語文學習重點。



27

三  標點符號辨析 	以下哪一句的標點符號使用正確？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8%） 2 分鐘

1.	 A.	香港最高的摩天大樓，環球貿易廣場是於 2011年落成的。
	 B.	香港最高的摩天大樓。環球貿易廣場是於 2011年落成的。
	 C.	香港最高的摩天大樓⋯⋯環球貿易廣場是於 2011年落成的。
	 D.	香港最高的摩天大樓——環球貿易廣場是於 2011年落成的。

2.	 A.	媽媽說︰「三人行則必有我師，你應該好好向別人學習。」
	 B.	媽媽說︰「（三人行則必有我師），你應該好好向別人學習。」
	 C.	媽媽說︰「『三人行則必有我師』，你應該好好向別人學習。」
	 D.	媽媽說︰「《三人行則必有我師》，你應該好好向別人學習。」

3.	 A.	台上的女孩唱歌真動聽？你知道姐姐今晚回來吃飯嗎？
	 B.	台上的女孩唱歌真動聽；你知道姐姐今晚回來吃飯嗎？
	 C.	台上的女孩唱歌真動聽——你知道姐姐今晚回來吃飯嗎？
	 D.	台上的女孩唱歌真動聽⋯⋯你知道姐姐今晚回來吃飯嗎？

4.	 A.	爸爸問我︰「你知道香港有「東方之珠」的美譽嗎？」
	 B.	爸爸問我︰「你知道香港有『東方之珠』的美譽嗎？」
	 C.	爸爸問我︰「你知道香港有	（東方之珠）	的美譽嗎？」
	 D.	爸爸問我︰「你知道香港有《東方之珠》的美譽嗎？」

分

四  判斷 	 以下的問句是設問句的在括號內填A；反問句的填 B，兩者皆不是的填C。
（6%） 2 分鐘

1.	 他是個欺善怕惡的人嗎？肯定不是啊！	 （	 	 ）
2.	 不耕耘怎麼可能有收穫？不學習怎麼可能獲得知識？這麼淺白的
道理，你沒理由不懂吧？	 （	 	 ）

3.	 聽到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誰能不感到震撼呢？	 （	 	 ）
4.	 你去香港迪士尼樂園遊玩過多少次呢？不如我們這個周末去吧！	 （	 	 ）
5.	 五線譜上的一個個音符，不正像停留在電線桿上歇息的燕子嗎？	 （	 	 ）
6.	 無禮地對待客人，與客人爭吵，這樣的服務態度可以嗎？當然不
可以！	 （	 	 ）

分

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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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六上）

一  供詞填充 	 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詞語。（12%） 3 分鐘

奢侈   成熟   脫節   疏遠   典雅   明豔照人 
富裕   沉溺   親密   幼稚   豐盛   聲如洪鐘
奢侈  成熟  脫節  疏遠  典雅  明豔照人
富裕  沉溺  親密  幼稚  豐盛  聲如洪鐘
奢侈 奢侈 奢侈 奢侈  成熟 成熟 成熟 成熟  脫節 脫節 脫節 脫節  疏遠 疏遠 疏遠 疏遠  典雅 典雅 典雅 典雅  明豔照人明豔照人明豔照人明豔照人
富裕 富裕 富裕 富裕  沉溺 沉溺 沉溺 沉溺  親密 親密 親密 親密  幼稚 幼稚 幼稚 幼稚  豐盛 豐盛 豐盛 豐盛  聲如洪鐘聲如洪鐘聲如洪鐘聲如洪鐘

1.	 由於志文入世未深，加上經驗不足，其他人都認為他做事不夠 。

2.	 明華的脾氣變得非常暴躁，朋友都漸漸和他 ，不敢接近他。

3.	 社會不斷進步，如果你仍以舊有的思維模式去處理問題，恐怕很快立就會跟時代
，甚至成為被淘汰的對象。

4.	 爺爺 ，說話時聲線響亮，年輕時更加是學校朗誦比賽的代表呢！

5.	 想擁有 的人生，就應該努力充實自己，多發掘自己的興趣和潛能。

6.	 我跟弟弟的關係 ，即使長大後各自有自己的生活，依然保持密
切的聯繫。

分

二  以詞代意 		以下着色的文字，可用哪一個成語代替？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8%） 2 分鐘

1.	 大家都在比賽中傾盡全力，然而卻因為遇上幾個小問題而差最後一點未能成功，
真是非常可惜。

  A.	 功德圓滿  B.	 功成身退  C.	 功虧一簣  D.	 功成不居

2.	 他因為一次的成功就變得甚麼都不放在眼內，高傲自大，其他人對他這個轉變感
到十分討厭。

  A.	 目瞪口呆  B.	 目空一切  C.	 目不識丁  D.	 目不轉睛

3.	 這件事的前因後果或來歷我不太清楚，所以不便作出評論。
  A.	 來龍去脈  B.	 來者不善  C.	 來歷不明  D.	 來日方長

4.	 那條花裙子各方面都符合我的心意，美好但仍有缺陷的是價錢太貴了。
  A.	 美侖美奐  B.	 美中不足  C.	 美不勝收  D.	 美景良辰

分

日期：

限時：  35 分鐘評估 2
重温訓練 13至 24 的語文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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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標點符號辨析 	以下哪一句的標點符號使用正確？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8%） 2 分鐘

1.	 A.	這本書的內容豐富，情節曲折離奇、它的設計精美，插圖栩栩如生。
	 B.	這本書的內容豐富，情節曲折離奇！它的設計精美，插圖栩栩如生。
	 C.	這本書的內容豐富，情節曲折離奇？它的設計精美，插圖栩栩如生。
	 D.	這本書的內容豐富，情節曲折離奇；它的設計精美，插圖栩栩如生。

2.	 A.	姐姐的行李又重了許多？除了衣服，還有媽媽為她準備的日用品。
	 B.	姐姐的行李又重了許多；除了衣服，還有媽媽為她準備的日用品。
	 C.	姐姐的行李又重了許多……除了衣服，還有媽媽為她準備的日用品。
	 D.	姐姐的行李又重了許多 — 除了衣服，還有媽媽為她準備的日用品。

3.	 A.	『你沒有看到門口掛着『暫停營業』的牌子嗎？』老闆問我。
	 B.	「你沒有看到門口掛着「暫停營業」的牌子嗎？」老闆問我。
	 C.	「你沒有看到門口掛着『暫停營業』的牌子嗎？」老闆問我。
	 D.	『你沒有看到門口掛着「暫停營業」的牌子嗎？』老闆問我。

4.	 A.	知錯能改；就是最大的進步；知錯不改；就是最大的退步。
	 B.	知錯能改，就是最大的進步；知錯不改，就是最大的退步。
	 C.	知錯能改。就是最大的進步、知錯不改。就是最大的退步。
	 D.	知錯能改！就是最大的進步；知錯不改！就是最大的退步。

分

四  修辭辨析 		在橫線上填上以下句子運用的修辭手法。（12%） 3 分鐘

1.	 愛讀書是一種好的習慣。讀書，使人思維活躍；讀書，使人心胸
	 開闊；讀書，使人目光遠大。 

2.	 一根火柴，所能夠產生的火光或許微不足道，然而這點火光卻
	 可以點燃比自己大十倍，百倍，千倍乃至萬倍的熊熊烈火。 

3.	 書是階梯，能助人登上理想的高峯；書是寶藏，能讓人成為精神
	 的富翁；書是明燈，能為人指引方向。 

4.	 河似玉帶繞林間，海如明鏡卧大地。 
5.	 溫柔的湖是寧靜的，狂暴的海則是洶湧又澎湃的。 
6.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古寒來。 

分

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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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六上）

從訓練 1至 24的「 」中選出適當的詞語，在橫線上填上正確的答案。

1.  老師 地對我們說︰「你們快將畢業了，是時候要好好考慮一下自
己將來想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2.  那位演員在戲中 的演技讓他被評選為「最佳演員」。

3.  颱風過後，大廈外牆的棚架搖搖欲墜，隨時有 的危機，工人都
急忙修理它，以免傷及途人。

4.  每個星期天我們都會到外婆家探望外婆，外婆每次都會弄出多道美味可口的菜 

式，讓我們可以 。

5.  經過雨水的洗刷，街道上的景物變得 可見，空氣中散發着一股
雨後的清新氣息。

6.  那個政府 無能，難怪當地的人民羣起反抗，希望可以推翻政府，
改善生活。

7.  空談理想是沒有意義的，要是你一直沒有付諸行動去 它，那麼
理想就永遠只能是空想。

8.  為了在比賽中有最好的表現，表哥近日加緊訓練，一有時間就到運動場練習跑

步，不讓自己有 的機會。

9.  多聽古典音樂不但可以讓我們的心情得到放鬆，更可以幫助我們
性情。

10. 魔術師一下子就把台上那隻大象變走了，精彩的表演讓台下所有的觀眾全都

。

11. 爺爺經常教我們做事一定要 ，按照既定的步驟做事，不應奢望
一步登天。

12. 人生總會遇上不同的 ，可是只要我們下定決心克服它們，成功
必定指日可待。

13. 春天來了，花園裏的花兒競相盛開，一陣陣 的花香撲鼻，使人
迷醉。

詞彙應用



1
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六上）

一  供字填充 	 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字。（8%） 3 分鐘

片  場  條  副  棵  根  雙  個  朵  隻

1.  爸爸圍上一   單薄的圍巾就出門上班去。

2.  屋子裏擺着一   掛滿彩燈的聖誕樹。

3.  小女孩坐在台階上，用一   小手抱着膝蓋。

4.  妹妹送了一   紙製的康乃馨給媽媽。

5.  這   表演精彩絕倫，觀眾看完之後無不拍手歡呼。

6.  姐姐花了兩   月縫製了一個漂亮的布偶。

7.  這   草地綠油油的，躺在上面就能感受到春天帶來的生氣。

8.  這   眼鏡是你的嗎？
分

二  供句填充 	 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文字，完成句子。（12%） 3 分鐘

不過氣溫已逐漸回升了	 那麼就趕緊跟老師報名參加
那麼就應該改變飲食習慣	 我們也是笑着去面對
這次的活動也是會如期舉行的	 卻堅持完成整個跑步比賽		

1.  雖然今天的天氣仍然寒冷，

2.  雖然奶奶跑得比較慢，

3.  既然你有興趣參加這次的活動，

4.  既然你知道偏食對身體無益，

5.  無論是晴天，還是下雨天，

6.  無論是面對順境，還是面對逆境，

分

總評估
重温訓練1至 24的語文學習重點。

日期：

限時：  45 分鐘

總分： /100


